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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航空关于国内客票特殊处理政策的公告

尊敬的各位旅客：

厦门航空为贯彻落实国家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要求，将为符合条件的旅客提供免费退改服务，具体如下：

一、适用客票

厦航 731 票证开具的国内客票（包括积分奖励客票），出票日期在 8 月 3 日（含）之前，旅行日期为 2021 年 8 月 4 日（含）

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含）之间，厦航实际承运航班和置挂 MF 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

二、特殊处理规则

（一）退票

在客票有效期内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如需退票，请您通过原购票渠道提交退票申请。

（二）变更

可免手续费变更一次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含）之前相同航程的厦航实际承运航班，如有票价差额需补收。

（三）其他

1. 请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取消座位。如因客服热线繁忙，您也可发送邮件至 MF@XIAMENAIR.COM 提出申请，以您

邮件申请时间为准。如未能取消或及时提出申请，则不符合本规则。

2. 航班免费变更一次后再次提出退票申请，按原票价适用条件办理。

3.8 月 3 日（含）之前已提交或办结退票、变更的客票，不再补退已收取的退票、变更手续费。

 

厦门航空衷心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3 日



乐享家庭特权  获赠出行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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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fp.xiamenair.com/zh-CN/activity/20210208.html




https://pay.jifen360.com/xiamenair/xm_airport.html








http://uat-wap.unionpayintl.com/liuxue/xiamenair/aviation_special.html






https://www.xiamenair.com/brandnew_CN/raw-content-page/54028.html






https://www.xiamenair.com/zh-cn/activity-register.html?id=56511








贵南：黄河南岸的金色大地



抵达贵南之前，我对这里的所有想象都来自此前看到的图片和友人的描述，雪山巍峨、草原

广袤、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古老又充满新兴气息的金色土地，雄浑壮阔的高原风光，一半沙

漠一半草原的奇特地貌。抵达之后我发现，这并不是全部的贵南。

贵南：黄河南岸的金色大地
撰文_阿夏 摄影 _周鑫



8 月的贵南，草原丰饶，牛羊肥壮，正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贵南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如果

用一些词来形容这片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金色大地，可以是神奇、壮美、多彩；如果用另外一些

词来形容，可以是苍莽、原始、遥远。对，遥远，这是贵南给我的初始印象。厦门出发，飞行 5小

时到西宁，再从西宁乘车 4小时，方能抵达贵南。

但所有的跋涉，都是值得的。当晚我们入住贵南县茫拉乡下洛哇村的琮皇诺桑藏汉文化交流中

心，在这里，我发出了此行的第一声惊叹。大厅里各种艺术品令人目不暇接，福州的软木画、南平

的建盏、扬州的玉雕、云南建水的建陶、苏州的苏绣、明制的古董花瓶、技艺精湛的藏绣和唐卡……

与其说这是一座文化交流中心，不如说这是一家小型的私人藏品博物馆。藏品皆来自文化交流中心

的创始人和主理人嘉央师傅（嘉央切智）。



作为藏地艺术家、唐卡大画师，嘉央师傅早前在陀乐寺修行，后来又前往塔尔寺和大昭寺等

地深造，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佛学文化艺术的熏陶。这些年他自学普通话、粤语、英语，四方游

历，广州光孝寺、深圳弘法寺、浙江普陀山、山西五台山都留下了他的行脚足迹。行脚的过程中，

各地的艺术珍品被他如同淘宝一般，一件件带回贵南收藏。除了白描唐卡绘画艺术，嘉央师父还

精通书法、钢琴、古筝、葫芦丝、单簧管等多种表演艺术。当晚，他先演奏古筝，后表演钢琴，

一中一西，皆为天籁。

第二天，在散发着阳光和青草味道的院子醒来，吃毕地道的藏式早餐后，嘉央师傅带我们去

寻泉，那让我发出了此行的第二声惊叹。遍布泉眼和开满狼毒花的初夏草场，让人感到既惊奇又

惊喜。草地上各色花朵盛开，牛羊点缀其间，远处牧民的房顶上，炊烟袅袅。等到盛夏，牧草像

绿毯般铺满大地，溪流涨上来，席地而坐，

观泉听风，实为一大妙事。

艳阳下，一簇簇狼毒花随风摇曳。据

说，狼毒花是草原蜕变成沙漠的最后一道

风景线，也只有它能够在最恶劣的环境下

顽强生存，并奇迹般开花结果。嘉央师傅

用一双巧手很快地编织了几枚花环，此等

美物，很快就戴到了伙伴们头上，成了拍

照凹造型的最佳道具。

回程时，嘉央师傅摘了一捧野花，说

是插在瓶子里，能继续灿烂一周。回到艺

术中心，他找出大玻璃瓶，倒上清水，插

上花束，然后洗手焚香，给大家泡茶。茶

是来自福建太姥山的福鼎白茶，茶香氤氲

之间，仿佛不是身在遥远的藏地，而是回

到了熟悉的福地。

贵南“贵”在安静纯美，更“贵”在有水。

除了泉水，还有黄河水。贵南地处黄河南

岸，深受黄河的眷恋。6000 年前，古老

的先民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

的拉乙亥古文化遗址，虽然遗址早已被龙

羊峡水库所淹没，但从这里出土的我国年

代最早的七角星纹铜镜，如今已成为青海

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探访陀乐寺的那个傍晚，我们驱车去看黄河上游的龙羊峡库区。“龙羊”系藏语，“龙”为沟谷，“羊”为峻崖，即险峻的峻崖深谷之意。河谷两岸，

一边是起伏峻险的茶纳山，一边是连绵不断的莽原。山岩经过长期风化剥离，流水侵蚀形成孤立的山峰和陡峭的奇岩怪石。

在这里，我发出了此行的第三声惊叹。黄河从青藏高原开始，青色之水流过玉树，来到贵南，梦幻般的清澈，颠覆了我此前对黄河的全部印象。

远眺水库，只见烟波浩渺，水天一色，湖面平静无波，湖水由浅而深，呈现一种梦幻般的湛蓝。嘉央师傅指着远方告诉我们，翻过前面的几座大山就

是青海湖，翻过西边的几座大山，就是果洛州。



贵南还“贵”在有沙。我们都知道水火不容的道理，但在贵南，沙漠和绿洲却能和谐共存。在

贵南，颇具传奇色彩的木格滩沙漠是不能不提的存在。木格滩沙漠的南缘是黄沙头，南坡下面即

是贵南县城。关于木格滩沙漠，各种传说盛行，当地最为流行的说法是，这里曾是穆桂英行军打

仗的地方，所以又被称为穆桂滩。



在航拍机镜头下看到木格滩沙漠时，我发出了此行

的第四声惊叹。金黄色的大地无边无际，沙中有草，草

中有沙，让人产生无限遐想。连绵起伏的沙丘和壮美广

阔的草原相辅相成，将“一边是沙漠，一边是绿洲”的奇

特景观发挥到了极致。

从高空俯瞰更远处的黄沙头，人的眼睛和心灵皆

会为之一颤，绿与黄两种颜色在这里较量、博弈，葱郁

苍翠的生命之绿和原始粗犷的沙漠之黄在天地间蔓延铺

开，共同组成了大地最动人的底色。而无论绿洲还是沙

漠，都是大地母亲身上的肉，孕育并滋养着高原上的动

植物，完成生命的更迭与进化。

厦门 - 郑州 - 西宁

西宁 - 郑州 - 厦门

厦门 - 长沙 - 西宁

西宁 - 长沙 - 厦门

厦门 07:10   西宁 12:35

西宁 13:25   厦门 18:35

MF8627 每周二、四、六

每周二、四、六

每天一班

每天一班

MF8628

航班信息仅供参考，详情请咨询 95557

厦门 12:15   西宁 17:35

西宁 18:30   厦门 23:40

MF8225

MF8226

航程 时刻（当地时间） 航班号 班 期

厦 门 航 空 西 宁 相 关 航 线 信 息



厦门航空 APP 全新改版，品质厦航，

一触即达



厦门航空APP全新改版，品质厦航，一触即达



首页采用全新视觉设计。还有特色社区版块，智能化推荐出行服务、旅游攻略、潮流玩乐等信息，

优惠福利、精彩内容，一触即达。

全新首页



个人中心全面升级。积分情况、优惠券数量，一目了然，查找行程、出示电子登机牌，更方便快捷。

个人中心



预订专区给你“飞”一般体验。近期优惠航线随时查询，各类优惠卡券不定时投放，让你迫不及

待开展下一段旅程！

预订专区



厦航商城带来缤纷好物，严选衣食住行等各领域的优质产品，支持积分 +现金混合支付，为你全

面提升生活品质！

厦航商城



8 月 12 日起，厦航转场青岛胶东国际机场



8 月 12 日起，厦航转场青岛胶东国际机场

8 月 12 日起！厦航全面转场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届时，流亭机场将同步关闭。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位于青岛市胶州市胶东街道前店口村，西南距胶州市中心11千米，东南距青岛市中心39千米，东南距青岛流亭国际机场28千米，

北距平度市中心约 47 千米。旅客可以通过地铁、高铁、机场快线、公交车、出租车及网约车等多种方式抵达机场！

厦门航空新机场的票务柜台在 4F层国内出发 4号门对面M岛。厦门航空国内自助值机，在 4F层国内出发 L、M、N、P岛，可办理自助行李托运。

国内航班人工值机，在 4F 层国内出发 K 岛。国际航班人工值机，在 4F 层国际出发 E 岛。

为保证旅客的正常出行，国内航班请旅客于起飞前 90 分钟，国际 / 港澳台航班请于起飞前 120 分钟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

此外，厦航还将增加青岛的航班数量。8 月 12 日转场以后，青岛将直飞厦门、福州、泉州、杭州、重庆等多个地区。部分地区直飞航班将增至每

天两班。

青岛胶东，全新启航。8 月 12 日起厦航带给旅客更智慧、更方便、更快捷的青岛之行。



厦航标识点亮首都核心商圈天际线

7月 22日，位于厦航嘉年华酒店顶楼 150米高的“厦门航空”形象标识隆重亮相，无遮挡有效接触视距超过2公里，

惊艳点亮首都北京核心商圈天际线，成为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又一新地标，从而让更多的北京人认识厦航、选择厦航。



厦航嘉年华酒店是厦航全方位推广“京闽兴快线”、构建“航空 +”生态圈、拓展新产业布局、更好更快建设北方

总部的重要项目布局。目前，厦航嘉年华酒店已连续一个半月客房入住率超过 90%，逐渐成为最受商务旅客、北京市

民欢迎的酒店。如今，厦航在酒店建筑物外立面设置广告标识，进一步提升了厦航在北京中心城区的品牌形象和知名度，

也体现了厦航做强北方总部、深耕京津冀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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